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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2006 年日本任天堂推出結合運動概念的互動式遊戲機及遊戲軟體─Wii Sports。2007 年更進一步推出

Wii Fit 系統，其特殊處是增加了一塊可偵測壓力的平衡板，板內四個角落各置一顆壓力感測器，此四顆壓力

感測器能於遊戲進行時收集使用者的的各項資訊，以進行即時互動與回饋。以往運動力學研究如重心位移方

向與軌跡、三向度的作用力或矯正動作時,都必須以昂貴的三軸測力板(Force plate)等設備來進行各項實驗數據

的蒐集，至於研究實際提供互動學習的應用實驗就更不易實施。所以本研究特別利用 2009 年推出的 Wii Fit Plus

遊戲軟體與平衡板為研究工具，探討以 Wii Fit 系統分析高爾夫球揮桿動作的可行性並進行評估。方法：是以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供 32 位中、低差點球友及 41 位大學生初學者練習，擷取平衡板上的資訊，完成揮桿

分析圖。結果：發現可藉由 Wii Fit 系統及平衡板協助高爾夫球球友在初學揮桿時瞭解自己身體重心變化並修

正調整重心；對於中、低差點或是選手級的球友也可以提供回饋影像，協助修正揮桿時身體移動路徑與重心

軌跡的對應。結論：本研究根據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所提供的模擬影像分析與回饋，及平衡板所提供的壓

力感測數據等資料，若未來能將平衡板與動作影像進一步結合，以資訊化進行高爾夫球揮桿等動作分析、調

整。同時藉由 Wii 平價、操作簡單又富趣味性等功能，可以降低初學者學習高爾夫球時的挫折感與增加學習

意願；若應用於體育教學,則更可以增添樂趣，提升學習成就感與意願，讓學生更喜歡運動。 

 

關鍵字：高爾夫運動、Wii、揮桿、壓力中心 

 

 

壹、 緒論 

隨著科技時代的進步，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於生

活的品質要求也日益提升，家長與學生對於教育的方

式也更有自己的想法，教學與學習已不是用傳統方式

(講義、寫黑板、念課文等)，或是示範個幾個動作，

就能讓學生完成學習達到效果。目前，無論是所面對

的學生是小學生或是大學生，在課程中融入樂趣、多

媒體或是一些輔助性教具等教學方式，藉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果與正向回饋，已是現代教師們教學所需的

趨勢。由於生活品質的提升，人類對於休閒需求的質

量也隨著提升，以致於在大學體育課程安排方面，在

過去的 10 年間也從競技型體育課程，漸漸的朝向多元

化與終身型的運動，所以增加一些所於休閒性的運動

項目，如高爾夫球、保齡球、瑜珈、國際標準舞等等。 

高爾夫球運動導入大學體育課程發展將近二十

年，張家昌、熊婉君(2007)的研究指出大學高爾夫球教

學中所面臨的挑戰，尤以(一)教學授課時間短、人數

多，不易掌握學生學習進度；(二)場地與器材設備的限

制等為最主要的原因。面對上述的挑戰，研究者在從

事教學時也頗有同感，尤以學生人數、場地等因素是

使學生學習效果無法獲得顯著成效重要關鍵。必須透

過許多的輔助器材或是影片觀賞來建立學生的基礎技

術學習，但研究者在幾年的教學經驗中感覺學生獲得

的成效不高，或許因練習的時間不多，一週一次、分

組人數又多，再加上學生對於高爾夫球的專業與技術

認知不高，運動經驗位移也不意，導致在技術學習上

進度掌控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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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運動是一項擊準、擊遠的運動，在比賽

中使用的桿數越少就表示成績越好，因此精準的擊球

就成為所有高爾夫球員及教練們追求的終極目標，要

如何擊準、擊遠呢？就要擁有一個扎實與順暢的揮桿

技術，揮桿技術是其專項運動中唯一獲取佳績的技

巧。然而，吳 兆 欣、包 怡 芬、張 富 鈞 (2008)高爾夫

揮桿動作是一種很複雜的多關節(multiple-joint) 融入

的 運 動 ， 需 要 的 是 高 度 的 穩 定 性 與 準 確 度 。

Laidlaw(1986)提出在身體軀幹為軸轉動作表現於揮桿

時，需具備了三個重要的技術成分。第一是身體肌肉

縮短及伸展的效應，也可以說是肌肉彈簧般的縮短伸

展；第二是身體重量因身體軀幹轉動從左側(右側)傳

送至右側(左側)；第三是身體必須表現出一致的節奏

性與速度。揮桿動作在上桿時，是由足部啟動來引導

軀幹動作，亦即下半身的動作使身體重心位移至右腳

後，才有上桿至頂點的軀幹動作，而在下桿時，下半

身的動作使身體重心位移至左腳後，才有桿頭加擊到

球的軀幹動作 (Cooper, Bates, Bedi, & Scheuchenzuber, 

1974)。此外 Barretine、Fleising 與 Johnson(1994)的研究比

較職業級、業餘級運動員與一般人，發現在下桿時職

業運動員左腳外翻的扭力特別顯著，相對於桿頭的揮

桿速度也特別快速，同時職業運動員由右腳最大垂直

分力位移至左腳最大垂直分力的時間很短，而且左腳

最大垂直分力產生的時間，在桿頭觸球的時間之前。 

高爾夫運動的揮桿動作是有次序、有系統的連續

動作，也是具有科學根據的，好的球員可以依其個別

的差異建立一組屬於自己的揮桿模式，使其每次的揮

桿都能產生相同的效果。王順正(2006)的研究指出，高

爾夫揮桿動作是由許多連結的動作所合成的，這些動

作包括左膝蓋的向前活動、臀部的旋轉、脊柱的旋轉、

肩關節的活動與腕和手的活動等結合，才能有效的揮

擊出完美的揮桿動作，以及擊出準確且具有距離的

球。陳文雄、石翔至(2009)依相關研究指出高爾夫揮桿

時需同時具備下列三項指標：(1)桿頭揮動的軌跡、桿

面的位置、(2)桿頭速度及力量(3)擊球的準確性等，將

上述三項指標都能充分融合與協調，才能擁有優異的

揮桿動作，揮出完美的一擊。由於為追求能更進一步

的瞭解揮桿動作，運動科學家應用了運動生物力學理

論與設備，更進一步的探討除了揮桿時的速度與軌跡

外，身體重心位移軌跡或是與地面反作用力的關係，

是否也是影響揮桿動作的因素，Cooper 等(1974)的研究

指出，身體重心轉移時，雙腳對地面力量的作用，對

於擊球者對揮桿的滿意與否有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指

出身體重心移轉與對地面力量作用也是影響擊球距離

的因素之一。Williams、Cavanagh(1983)的研究，探討揮

桿時雙腳對地面的作用力分析時，以三組不同差點的

高爾夫球員為研究對象，其結論指出：三組在擊球中

心點的施力曲線模式有所差異，施力曲線模式是揮桿

擊球滿意與否的關鍵，然而在研究中也發現擊球技巧

能力較佳者，所創造出的施力曲線會較為理想，相對

的，也是影響成功擊球的重要因素之一。 

為求能達到穩定、準確且距離遠的揮桿技術，是

必須透過不斷的揮桿練習與適應實際球場地型地物的

變化，降低各項影響因素的發生。針對揮桿動作時的

重心轉移研究發現，在上桿至頂點時，有 73-79%的垂

直力量置於後腳(左腳或右腳)，而在揮桿擊球的瞬間

置於後腳的垂直力量約只剩 5-19%，之後隨著擊球後

的送桿動作，垂直力量將全部移轉至目標腳(左腳或右

腳) (Richards, Farrell, & Kraft,1985)。對於技術較好與較差

者在揮桿擊球後，技術較好者垂直力量的中心點向前

移動到前腳的位置較技術差者遠，即兩組在送桿動作

時的重心傳遞的模式並不相同(王順正，2006)。 

因此，初學者在學習高爾夫球揮桿技術時，身體

軀幹、上肢、下肢、甚至於頭部的控制與這些之間的

協調運作都是參與者必須用心與努力的地方，但這也

是造成初學者因挫折而提早放棄的因素之一。研究者

在大學從事高爾夫教學多年，對於學生在學習的過程

中，所遇到的瓶頸與挫折，都有感同身受的體會，如

何透過資料收集與研究，尋找一種可以縮短初學者生

澀與挫折期的教學輔助方法。目前有大部份的研究是

以探討揮桿動作、揮桿速度、擊球平面與揮桿軌跡等

等，以探討身體重心(center of gravity，COG)或是足底壓

力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的研究較少，若在以即

時視覺回饋方式的研究則更少了。而目前所見的相關

研究其研究工具則都以測力板為主，由於測力板的造

價昂貴，操作較為複雜是屬於精密的儀器設備，若使

用於一般的教學或平常練習中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是

無法普及的。在運動教學或訓練上提供視覺回饋給初

學者或是更高階者，對於技術學習與改進錯誤或缺點

都會有事半功倍之效果，由其是初學者可以透過感官

感受的回饋，從視覺回饋中發現到自己錯誤的動作，

再由教練或老師的指導中體會兩者間的差異，達到學

習的效果。高爾夫運動學習中，身體重心轉移的學習

是比較無法由言語或肢體動作中讓初學者體會的，許

多的研究也指出重心轉移是揮桿正確與否的因素之

一，但若無法讓初學者明白重心移轉或何為重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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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與學習上就會遇上瓶頸，產生挫折。 

2006 年底日本任天堂推出新型的互動式遊戲機

─Wii，其結合運動概念的遊戲軟體─Wii Sports，包

含了拳擊、網球、棒球、高爾夫、保齡球等五種遊戲(張

哲 千 ， 2008)。2007 年任天堂公司更推出 Wii Fit 系

統，Wiì Fit 是 Wii 這套電子遊戲所衍生出來的電子遊

戲，Wii Fit 特殊地方是增加了一塊可以增測壓力的平

衡板，Wii Fit 平衡板於四個角落設置四顆的壓力感測

器，透過壓力感測器所收集的參數，進行各項運動遊

戲與使用者互動與即時回饋，過去在分析力學的各項

參數，如重心位移方向與軌跡、三向度的反作力或矯

正運動動作時，都必須在實驗室或佈置適合的環境以

昂貴的三軸測力板(Force plate)設備來進行研究分

析，在實際提供學習時的應用就較不容易。若 Wii Fit

平衡板與手把控制器可以提供正確的運動學與動力學

參數，則對於應用於運動訓練、動作學習與體育教學

上就可以提供即時的視覺回饋，讓初學者或技術修正

者可以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09 年日本任天堂更推

出新一代的 Wii Fit Plus 的遊戲互動軟體，新一代的遊

戲中包含了一項高爾夫球練習的遊戲，遊戲中可藉由

使用者揮桿後，模擬計算出揮擊後，球飛行的距離與

路徑，以及更進一步的透過揮桿分析瞭解揮桿過程時

身體重心與負重(垂直分力)的變化曲線，讓使用者可

以迅速的獲得視覺的結果回饋，瞭解自己揮桿時身體

重心變化的曲線與軌跡。所以本研究將以 2009 年推出

的 Wii Fit Plus 遊戲軟體與平衡板作為研究工具，探討

以 Wii Fit 分析高爾夫球揮桿動作的可行性評估。 

 

 

圖一、擊球準備與擊球時畫面 

 

 

貳、研究方法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是在模擬使用者在一個完

整揮桿時，擊球接觸面、身體重心移轉的軌跡、以及

與地面垂直作用力的變化情形。透過內建程式的演

算，投射影像結果回饋讓使用者瞭解之前揮桿過程中

自己的身體重心移動或負重的情形，使其可以更進一

步的修正。其遊戲中所提供的使用畫面與回饋畫面如

圖一與圖二。 
 

 

 

圖二、揮桿後進行的揮桿分析畫面 

 

當使用者以無線控制器進行揮桿，圖一將會模擬

呈現揮桿動作以及 COG 移動的即時軌跡，揮擊後將

球飛行的距離與方向以影像與文字回饋，讓使用者了

解該球所擊出的基本狀況，若使用者欲進一步瞭解自

己的身體重心與負重情形，便可在圖一畫面中執行揮

桿分析，執行揮桿分析後，影像畫面就會出現圖二的

畫面，並同步回饋之前擊球的重心與揮擊負重的變化

曲線，讓使用者更明瞭自己揮桿時身體的變化情形，

進而檢討或修正姿勢或動作。因此，本研究是藉由此

一研究工具，讓中、低差點與初學者進行與 Wii Fit

遊戲互動的揮桿動作，並將每一位所完成的揮桿分析

圖以數位照相機拍攝紀錄，然後再進行分析與歸納。

本研究共計完成 32 位中、低差點球友的揮桿分析圖，

以及 41 位選修高爾夫課程的大學生初學者的揮桿分

析圖，表一為實驗參與者之相關基本資料。 

 

 
表一、實驗參與者基本資料 

組別 性別 個數 身高(cm) 體重(kg) 平均差點 球齡 

中、低差點 
男 23 174.1±5.97 76.3±9.49 10.2±3.41 10±3.11 

女 9 163.7±4.46 55.5±5.12 13.8±1.96 9.22±1.85 

初學者 
男 24 170.4±7.53 68.7±8.50   0 

女 17 160.1±7.69 51.7±6.54   0 

註：n=73；細格=平均數±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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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展示在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中所提供之

揮桿分析資訊，圖三所提供的紅色曲線為使用者揮桿

時，身體對地面垂直分力施力過程的變化曲線，整個

過程可以紅色曲線最低點區分為下桿期與收桿期兩部

分，紅色曲線之最低點表示整個揮桿過程身體對地面

施力的最大點，此點就是整個揮桿動作之轉折點，紅

色曲線最低點之前表示下桿期身體對地面施力情形，

紅色曲線最低點之後表示收桿期身體對地面施力情

形。 
 

 

圖三、揮桿時身體與地面作用力曲線圖 

 

劉玉仁(2000)的研究指出，在使用 1 號木桿時，

在擊球的瞬間左腳承受地面正向反作用力約體重的

110% ， 雙 腳 承 受 總 地 面 正 向 反 作 用 力 約 體 重 的

128%。研究也證實揮桿動作與重心移動的配合是達到

有效揮桿動作所必需的。劉玉仁、邱宏達(2006)也發

現在揮桿擊球瞬間之前，左腳所承受的地面正向反作

用力約為體重的 1.1 倍，雙腳所承受的總地面正向反

作用力約為體重的 1.28 倍。因此由所回饋的影像圖形

中可以呈現一個理想揮桿動作的下桿期與收桿期之轉

折點出現位置應位於兩腳之間，因此，紅色曲線最低

點若位於此區間內，則表示是一個理想的揮桿；若紅

色曲線最低點位於此區間之左方，表示揮桿時身體對

地面施力過早，易造成揮桿擊球點過低，使得擊出球

的飛行軌跡之高度會過高或先擊中草地，易造成見高

不見遠的擊球距離或是擊球失誤的情形；若紅色曲線

最低點位於此區間之右方，表示揮桿時身體對地面施

力太晚或太輕，易造成揮桿擊球點過高，使得擊出球

的飛行軌跡之高度會偏低，易造成滾地球以致無法擊

出有效距離。所以，利用圖三紅色曲線最低點出線的

位置就可判斷揮桿路徑與身體對地面施力時間的正確

性。圖三可提供另一項有用的資訊，那就是身體對地

面垂直分力施力的大小，此資訊可由下桿期紅色曲線

之最高點與最低點的距離求得，此距離越大越好，距

離越大表示身體對地面施力越大，擊球姿勢越穩定，

反之，若距離過小，表示揮桿軌跡過於水平。 

圖四提供的紅色曲線是表示使用者在揮桿時站在

平衡板上的重心位移軌跡(COG)，在圖上除了紅色曲

線外還有兩個黑色外框、兩個黑色矩形、一條水平線

和垂直線，這個兩個黑色外框分別表示整塊平衡板的

區域和平衡板資料呈現的最大範圍，兩個黑色矩形分

別代表使用者雙腳站立的位置，利用水平線和垂直線

可將使用者重心位置定義出來，若紅色曲線在水平線

的上方表示重心偏左、紅色曲線在水平線的下方表示

重心偏右，若紅色曲線在垂直線的左方表示重心偏

後、紅色曲線在垂直線的右方表示重心偏前。 
 

          

圖四、身體重心移動軌跡   圖五：重心軌跡與揮桿動作對照 

 

圖五是展示圖四更詳細的資訊，在此紅色曲線上

有四個點非常重要，第一是黑色水平線和垂直線的交

點，第二是紅色曲線的起始點，第三是紅色曲線的最

低點，第四是紅色曲線的最高點。黑色水平線和垂直

線的交點表示 Wii Fit 建議的身體重心開始位置，此點

可視為原點，而紅色曲線起始點是使用者按下 Wii 手

把 A 鍵後的開始紀錄點，通常會出現在原點附近，紅

色曲線的最低點表示上桿終點，起始點到此點為揮桿

的上桿期，上桿終點到水平線之間的過程可視為揮桿

的下桿期，而揮桿的收桿期為水平線到紅色曲線的最

高點，此點可視為收桿終點。所標示的擊球點為 Wii Fit 

Plus 所模擬之擊球處，並以此點做為下桿期終點與收

桿期之起點。 

經由原點、起始點、上桿終點、收桿終點這四點

的相對距離可推斷使用者揮桿時的身體移動與旋轉的

狀況。原點與起始點的距離表示使用者初始動作是否

正確，原點與起始點距離越大表示使用者初始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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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沒有擺好，如果起始點在垂直線的右邊，表示重

心位置偏向腳尖，如果起始點在垂直線的左邊，表示

重心位置偏向腳跟，如果起始點在水平線的上面，表

示重心位置偏向左腳，如果起始點在水平線的下面，

表示重心位置偏向右腳。 

起始點與上桿終點的距離表示使用者上桿期重心

位移的距離，若此距離過小，表示使用者以手臂上桿

的情形較多，以身體脊椎為軸配合下肢向右的旋轉較

少。起始點與上桿終點的曲線弧度越大表示使用者重

心的穩定度越差。反之，越接近直線者則越佳。但是

若上桿終點位於起始點或垂直線的左邊時，重心位置

會落於腳跟，身體會產生後仰的情形，進而影響揮桿

時的穩定與準確性。上桿終點到擊球點的距離表示使

用者下桿期重心位移的距離，若此距離過小，表示使

用者以手臂下桿的情形較多，以身體旋轉較少。兩點

之間的曲線弧度若越大則表示使用者身體前後搖晃越

大，重心的穩定度較差。擊球點到收桿終點的距離表

示使用者收桿期重心位移的距離，若此距離過小，表

使用者揮桿弧度較小，以手臂下桿的情形居多，缺乏

下桿後送桿跟隨期(follow throw)的情形，容易影響高

爾夫球飛行的距離與方向。擊球點到收桿終點之間的

曲線弧度若越大則表示重心的穩定度越差。在陳文

雄、石翔至(2009)的研究指出，低差點的受試者在下

桿時，壓力重心(COP)由右腳轉至目標腳左腳的速度

較快力量較大。可知低差點的受試者較會利用身體大

肌肉群作用的轉動來帶動手臂擊球，也就是在下桿擊

球時先轉動上半身軀幹，再帶動臀部旋轉，配合左右

腳的重心轉移，進而轉動軀幹帶動手臂擊球的揮桿順

序。因此，雙腳對地面有較大的作用力量，能產生較

快的揮桿速度與擊球力量。反之，高差點的受試者則

較少利用身體大肌肉群作用轉動的力量。因此，雙腳

對地面的反用力較小，所以可看出高差點受試者是利

用較多手臂的力量來做為擊球動作。湯文慈(2009)的

研究報告結果指出，從上桿期到收桿前期，次優秀選

手產生較大的身體位移，在收桿後期則是優秀選手產

生較多的身體位移，推測是次優秀選手的身體穩定度

不佳而導致較多身體側移，而在收桿後期則是優秀選

手有較佳的釋放動作(release)，讓收桿動作較長較完

整。由上述可知，Wii Fit 平衡板可以呈現高爾夫球揮

桿時身體重心的軌跡，進而評估使用者在揮桿時的重

心移動情形與揮桿動作的正確性。所以原點與起始點

的距離越小越好、起始點與上桿終點的距離越大越

好、上桿終點與收桿終點的距離越大越好，上桿終點

到收桿終點間的曲線弧度越大表示使用者的重心前後

搖晃越大，所以此曲線弧度應越小越好。 

 
表二、初學者重心位移軌跡分析 

重心位移軌跡圖 揮桿分析 

 

整體重心的左右重心轉移紅色曲線過

短，表示使用者在擊球時的上半身轉動

與重心位移不足。整體的曲線左右擺幅

過小，為初學者沒有善用上半身脊椎轉

動的結果。 

 

整體重心偏在平衡板的後半部，曲線糾

結，重心不穩，左右擺幅過小，沒有善

用上半身轉動。起始點和上桿期難以辨

識，曲線過於雜亂，超出理想區域，重

心應更為向前並加強左右擺動。 

 

整體重心在起始時偏在平衡板右方，下

桿時重心軌跡的穩定度不佳，身體前後

晃動大，且擊球後送桿期與收桿期的中

心轉移不足。 

 

整體重心紊亂，沒有善用上半身的轉動

去揮桿，上桿期難以辨識，曲線過於曲

折，上桿的弧度應屬較小，多數偏向以

手揮桿居多，且重心軌跡範圍小與穩定

不佳。 

 

身體重心在揮桿時可說是毫無位移，揮

桿動作應屬於以手揮桿居多，這也是大

都初學者易發生的現象。 

 

参、結果與討論 

一、初學者與中、低差點之揮桿分析 

(一)身體重心位移軌跡 

Foston(1996) 、Faldo & Simmon(1997)的研究指

出，揮桿上桿(Backswing)時重心逐漸向右移動，到達

上桿頂點時約有 90%的身體重量在右腳上且應在於右

腳內側，下桿(Downswing)時身體重心逐漸往左側移

動，至擊球時應略偏於左腳，隨之因慣性所致重心將

逐漸往左腳移動至收桿完成。Kawashima(1998)指出部

份技術不純熟者易發生在擊球時重心位置仍置於右

腳，或是擊球送桿後重心也依然置於右腳。本研究將

所有使用 Wii Fit Plus 軟體後之揮桿分析回饋影像紀

錄像進行分析，由研究人員先依上述之定義描述所有

影像曲線的優劣情形，然後再邀請具高爾夫運動教學

多年經驗之專家與教練協助與指正，所分析之文字資

料是否正確或是偏差，並針對建議進行修正，表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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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五位初學者以 Wii Fit 平衡板揮桿後所記錄的重心

位移軌跡圖，由表中資料觀察可以發現，初學者在揮

桿時重心移動的範圍很小且亂，以專業性的判斷揮桿

動作應屬以手轉動揮桿為主，身體的轉動以及揮桿弧

度較少且小。表三展示五位中、低差點球友以 Wii Fit

平衡板揮桿後所記錄的重心位移軌跡圖，由表中資料

觀察可以發現，具有中、低差點實力的球友在揮桿時

重心移動的範圍很大且穩定，懂得藉由重心的轉移來

增加揮桿時身體的加速度，讓擊球更具力量與速度。

因此，由所蒐集的圖形資料來評估 Wii Fit 平衡板對於

高爾夫揮桿時重心位移軌跡是可行的，可以提供回饋

教練或球員瞭解揮桿時重心位置與移動的情形，讓他

們可以適時的進行修正。 
 

表三、中、低差點重心位移軌跡分析 

重心位移軌跡圖 揮桿分析 

 

整體重心移動的軌跡穩定，重心的位置

也維持在人體的正下方，左右位移位置

也適當，應屬一個完美的揮桿與穩定的

重心。  

 

重心移轉足夠，可擁有一個不錯的上桿

軌跡。上、下桿形成一直線與垂直黑線

平行，係屬較佳的重心位移軌跡。下桿

期與收桿期曲線弧度較大，身體較易產

生有前後晃動的情形，重心不易穩定。

 

整體而言，身體重心稍微向前偏向腳

尖，易造成揮桿時身體的穩定度不佳，

但在身體重心左右轉移方面有不錯的

表現，應擁有一個不錯的揮桿動作。  

 

起始點偏左重心放在左腳較多，但在上

桿時身體移轉的重心軌跡很好，為上桿

終點偏向於右腳跟，易造成上桿太多，

身體上仰的動作。下桿時的重心軌跡穩

定與寬廣，應具有不錯的收桿動作。 

 

上桿期重心位移距離足夠，為上桿時身

體穩定度不佳，亦或是上桿時間較長。

下桿時的重心軌跡穩定與寬廣，曲線弧

度小具有穩定性，且重心位移充足擁有

較佳收桿動作。 

 

(二)重心與地面作用力曲線關係 

Wii Fit Plus 的高爾夫運動遊戲可提供二張揮桿分

析畫面，一是重心與地面作用力曲線畫面；另一是身

體重心位移軌跡畫面，讓使用者可以瞭解揮桿時身體

重心的三軸關係。陳邦賢(2000)的研究結果指出，高

爾夫球揮擊出的球無論好與壞，皆與重心轉移、重量

分配與足底壓力分佈有密切的關係。許義章(2005)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不同擊球位置會有不同的地面反作

用力型態，尤以反作用力峰值的大小、作用時間及衝

量的大小，其擊球時右腳最大力量峰值為 0.22 倍的身

體重量；左腳最大力量峰值為 0.41 倍的身體重量。其

研究也發現，揮桿下桿時必須將重心移至左腳，產生

桿頭加速至擊球時，左腳由地面反作用力之力量及衝

量為最大。 

 
表四、初學者重心與地面作用力曲線關係 

重心與負重曲線圖 揮桿分析 

 

由紅色曲線分析，揮桿時身體對地

面的垂直分力較小，表示揮桿時在

擊球點前身體重心未先移動至左

腳。 

 

紅色曲線軌跡混亂，代表著揮桿時

身體重心上下起伏，將導致揮桿路

徑不穩定。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差異不大，表

示身體重心對地面作用力較小，且

曲線波形不穩定代表著揮桿時身體

重心上下起伏，將導致揮桿路徑不

穩定。 

 

紅色曲線最低點出現較晚，代表身

體對地面的用力時間太慢，可能落

於桿頭之後。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差異不大，表

示身體重心對地面作用力較小，且

曲線波形不穩定代表著揮桿時身體

重心上下起伏，將導致揮桿路徑不

穩定。 

 

由表四、表五的圖形可以發現，在揮桿的過程中，

中、低差點的球友對於下桿時的動作熟悉與身體重心

的控制施力都已有相當程度的認知；反觀，初學者由

於剛開始接觸高爾夫球運動，對於揮桿動作仍屬摸索

階段，於是在揮桿路徑中身體重心的移動軌跡與負重

施力情形，就顯的不穩定。與劉玉仁(2000)；劉玉仁、

邱宏達(2006)的研究結果相近。所以，若由 Wii Fit 系

統所提供的揮桿分析，大致上可以瞭解初學者在學習

高爾夫球揮桿過程中身體運動的情形，可以讓初學者

明白與學習如何掌握揮桿時的重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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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中、低差點重心與地面作用力曲線關係 

重心與負重曲線圖 揮桿分析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比例完美，曲

線軌跡運行穩定，最低點出現時間

也非常恰當，應屬一完美的揮桿擊

球動作。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比例完美，曲

線軌跡運行穩定，最低點出現時間

也非常恰當，應屬一完美的揮桿擊

球動作。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比例完美，曲

線軌跡運行穩定，唯最低點出現較

早，易造成桿頭的擊球過低，若能

改善施力點應屬一完美的揮桿動

作。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比例完美，曲

線軌跡運行穩定，最低點出現時間

也非常恰當，應屬一完美的揮桿擊

球動作。 

 

紅色曲線的高低波形比例完美，唯

最低點出現較早，易造成桿頭的擊

球過低，若能改善施力點將能提升

擊球的效率。 

 

二、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之盲點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 Wii Fit Plus 高爾夫

遊戲也有許多的盲點，使用者可以在習慣後，利用一

些特別的動作欺騙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讓系統的

判斷是屬於完美揮桿的分析。因為 Wii Fit Plus 高爾夫

遊戲是由平衡板上四個壓力感測器所提供的數據進行

邏輯分析與內建資料庫比對，所以僅能以數據來分

析，若一個完全不會打高爾夫球的人，經過幾次在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練習，掌握了控制壓力感測器

的姿勢，就可以獲得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給予完美

揮桿的評價，圖六是我們展示如何欺騙 Wii Fit Plus 高

爾夫遊戲，讓揮桿變成完美。例如以打擊棒球的方式、

身體動作晃動誇大或是僅以雙手揮擊都足以揮擊出

250 碼的距離，揮桿的分析也會出現完美揮桿的評

語。但其實技揮桿的動作不正確的，甚至是在實際上

打不中球的動作。 

雖然研究中可以發現，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對

於高爾夫球揮桿重心學習會有幫助，但由於缺乏動作

姿勢影像的輔助，將導致學習者無法瞭解自己在揮桿

時動作是否正確或完整。因此，若能以影像輔助加上

平衡板重心回饋，對於初學者的學習必定更容易精進。 

 

肆、結論與建議 
 

圖六、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評估盲點與正確揮桿 

 

本研究以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所提供回饋的

模擬影像分析，對於 Wii Fit 平衡板所提供的壓力感測

數據，是足夠協助高爾夫球球友在學習揮桿時身體重

心轉移的媒介，對於中、低差點或是選手級的球友也

可以提供回饋影像，協助修正揮桿時身體移動路徑與

重心軌跡的比對。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是以簡單平

價的科學器材，來進行於實驗室才可以獲得的資訊，

讓球友可以簡易得到科學性的驗證與回饋，是值得推

廣給所有愛好高爾夫球運動的人。雖然由研究中確定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可以評估高爾夫球之揮桿動作

的優異，但畢竟 Wii Fit Plus 高爾夫遊戲是屬於電子互

動遊戲軟體，資料庫所依循的效標是由設計者所歸納

分析提供的，而且目前也只可以提供平衡板上的壓力

數據進行分析回饋，意提供依些錯誤的資訊，若未來

能將平衡板與動作影像連結一起進行揮桿分析，而且

具備了平價、易懂、且操作簡單又富趣味性的功能，

相信初學者對於學習高爾夫球的挫折感與放棄的動

機，就會大大的減低，應用於學校體育教學更可以增

添樂趣，提升同學的成就感，讓同學可以更進一步的

喜歡運動。 

 

伍、參考文獻 

王建智、楊沛峰、相子元(2004)。高爾夫揮桿的旋轉

中心與擊球準確關係。大專體育學刊，6(2)，

201-211。 

王順正(2009)。高爾夫揮桿動作檢核標準表。大專高爾

夫學刊，6，49-63。 

身體蹲下再站立 
     

打擊棒球方式      

V 字型揮桿      

正確揮桿 

     



郭癸賓 黃世育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4 (2011) 18-26 

 

25 
 

伍韋霖、蔡孟娟(2010)。運動新趨勢--Wii虛擬情境之

運動效益研究。永續發展與管理策略，2(2)，

39-54。 

吳兆欣、包怡芬、張富鈞(2008)。高爾夫揮桿技術與

專項力量訓練初探。大專高爾夫學刊，5，68-75。 

宋一夫、湯慧娟、周資眾、許吉越、蕭美珠(2007)。電

腦輔助教學融入表現獲知回饋後對高爾夫擊球動

作技能之影響。文化體育學刊，5，51-58。 

張哲千(2008)。遊戲機Wii的運動體驗。大專體育，98，

88-93。 

張家昌、熊婉君(2005)。大學高爾夫球教學策略應用

之初探。彰化師大體育學報，5，32-37。 

許義章(2005)。高爾夫球選手不同擊球點揮桿擊球之

運動力學特性分析。北體學報，13，108-122。 

陳文雄、石翔至(2009)。高爾夫揮桿擊球身體重心轉

移之研究。南亞學報，29，499-507。 

陳志明、楊欽城(2010)。多媒體學習在體育輔助教學

應用之分析：以Wii遊戲機為例。美和技術學院學

報，29(1)，149-162。 

陳邦賢(2000)。高爾夫揮桿過程重心移位模式與揮桿

好壞之相關性分析。台南市:國立成功大學未出版

碩士論文。 

劉文瑜、蔡意茹、黃美涓、林燕慧、許智欽、連恆裕

等人(2009)。Wii Fit訓練對於一名腦性麻痺兒童前

置性姿勢調整的影響。物理治療，34(3)，201-208。 

劉玉仁(2000)。高爾夫揮桿技術之肌力訓練。成大體

育，34，56-63。 

劉玉仁、吳兆欣(2004)。高爾夫揮桿基本技術之動作

分析。大專高爾夫學刊，2，85-99。 

劉玉仁、周有禮、吳育雯(2003)。高爾夫下桿動作中

頭頂上之軀幹旋轉軸點的運動模式分析。成大體

育，36(3)，23-31。 

劉玉仁、周有禮、羅世忠(2002)。高爾夫揮桿動作中

下桿啟動之下肢肌電訊號分析。體育學報，33，

65-74。 

劉玉仁、邱宏達(2006)。不同站姿於高爾夫揮桿過程

之地面反作用力探討。成大體育，39(4)，18-29。 

Barrantine, S. W., Fleising, G., Johnson, H., & Woolley, 

T.(1994). Ground reaction forces and torques of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golfers. Science and Golf 

Ⅱ, 33-39. 

Cooper, J. M., Bates, B. T., Bedi, J., & Scheuchenzuber, 

J.(1974). Kinetimatic and kineticanalysis of the golf 

swing. Biomechanics IV, 298-305. 

Faldo, N & Simmon, R.(1997). A Swing For Life. New 

York:Penguin Books. 

Foston, P.(1996). The Encyclopedia of Golf Techniques. 

London:Courage Books. 

Kawashima, K.(1998).The Biomechanics of golf 

swing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golf swing by 

weight transfer loci. Japanses Journal of Golf 

Science, 1(1),34-40. 

Laidlaw,R. (1986). Play Better Golf. London : Pelham 

Books. 

Richards, J., Farrell, M., Kent, J., & Kraft, R. 

(1985).Weight transfer patterns during thegolf 

swing.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56(4), 361-365. 

Steven M. Nesbit & Monika Serrano(2005). Work and 

power analysis of the golf swing.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4, 520-533 

Steven M. Nesbit(2005). A three dimensional kinematic 

and kinetic study of the golf swing.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4, 499-519 

Williams, K. R., & Cavanagh, P. R. (1983). The 

mechanics of foot action during the golf sw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hoe design.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15 (3), 247-255. 

. 



郭癸賓 黃世育 / 華人運動生物力學期刊 4 (2011) 18-26 

26 
 

 
 

The evaluate of using Wii fit to analyze golf swing 
 

Kwei-Bin Kuo* Shih-Yu Huang 

Ming Chuan University  

 

Accepted:2011/02/14 

 
ABSTRACT 

Purpose: In 2006, Nintendo presented an all new mode and interactive video game console and 
combined the console with the game software-Wii sports, which is designed with the concepts of 
sports. In 2007, Nintendo presented the Wii Fit system further. Wii Fit is originally developed from 
Wii console. In particular, Wii Fit is equipped with a balance plate which can detect pressure. There 
are four pressure detector equipped at the four corners on the plate for collecting the parameters to 
proceed interaction and simultaneous feedback between the sports games and the users. In the past, 
it required the expensive Force Plate in a laboratory or a prepared and proper environment to collect 
data for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kinesiology, for example, the track and displacing 
direction of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ree-dimensional actions or motion correction, so it was not easy 
to apply in actual interactive learning. As the result,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Wii Fit Plus system and 
balance plate as research tools to discuss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analyzing the motion of 
swing in golf with the Wii Fit system. Methods: We used both swing analysis graphs which are 
separately from 32 players who completed middle and low handicaps of Wii Fit golf and 41 golf 
beginners, also freshmen in university who took golf cours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data of 
pressure detection offered by the balance plate of Wii Fit is not only a media which help the golf 
players to understand the COG (center of gravity) shifting but also offers the medium, low 
handicaps and professional players the image feedback to help them adjust the contrast of the body 
movement with the track of COG when they are swing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ed image, a feedback from Wii Fit Plus golf game. Currently, Wii console 
just offer the data of pressure from the balance plate for users to proceed the feedback analysis. 
However, it might offer some wrong information easily. In the future, if the console can combine 
the balance plate and motion image with swing analysis together, offer a par price, and create some 
friendly and more interesting functions to help reduce the frustration of playing golf for the 
beginners. In addition, it will not only make the course more fun but help the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make them enjoy playing sports if those concepts can be applied on 
physical education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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